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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顶布满消防管道”后续

业主仍未接房 开发商未给答复

未约定房屋安装设施

层高起争议谁担责？
新房屋顶上布满了消防管道，西山区新
希望·观澜汇小区 12 栋 300 多户业主为此拒
绝接房。1 月 6 日，本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后，
引起了众多消费者和业主的愤慨，
同时，
也引
发了业内外人士的关注和讨论。本报记者 7
日联系了多名业主，
业主们均表示，
到 7 日下
午，他们均未接到开发商的明确回复。为了
自己的权益，
许多业主表示将加入维权行列，
将向开发商讨说法。

现场
消防管道“爬上”天花板
昆明市西山区新希望·观澜汇小区
超高层楼栋（建筑高度超过100米）12 栋，
业主们发现自家每一个房间的天花板
上都安装了消防管道，有的沿着天花板
边沿安装、有的布满房间房顶，管道有
粗有细、有高有低。
其中，安装在客厅一侧的消防管道
长度与客厅相当，并穿过承重墙的房梁
延伸到主卧、次卧、厨房、卫生间等地。
几乎所有的消防管道都是悬空安装，离
天花板还有 20-50 厘米不等的距离；设
置在消防管道上的喷淋也有横竖之分，
客厅里基本是横向，其他房间基本是垂
直地面。不少业主带着卷尺当场测量，
只见消防管道和喷淋最低处已经接近
门框上方，垂直距离 50 厘米左右。
一位业主说，他家目前毛坯房层高
是 2.73 米，消防管道占了 47 厘米，吊完
顶层高只剩 2.2 米左右，加上要安装地
板的话需要 5 厘米，装修好业主实际居
住的净高只剩 2.1 米左右。
现场多数业主表示，购房时从未听
置业顾问提起过消防管道入户的情况，
样板间没有展示、购房合同、户型图、平
面图上均没有明确说明，
完全不知情。

待解
开发商仍未给出答复
对于房屋消防入户的看法，开发商
与业主各执一词。
开发商认为消防入户有相关规定:
依据《建筑防火规范要求》8.3.3 条第 4
项内容规定：
“ 建筑高度大于 100 米的
住宅建筑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12 栋
建筑高度超过 100 米，因此，按照规范
要求户内需要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消防管道及喷淋）。
业主认为，消防入户是为了大家的
安全，并无不妥，但如此不合理的设置
大量占用了业主的使用空间、影响了使
用感受。
截至 7 日下午，多位业主向晚报记
者表示，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到现
在依旧未得到开发商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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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管道不能随意改动
采访中，一位业主还透露，
买房时，开发商约定是 2020 年
12 月底交付。当年 10 月，她和
设计师还进去自家房子看了，并
拍摄抖音视频上传，当时全屋没
有 一 根 消 防 管 道 。 直 到 12 月
30 日，收到接房通知，她去现场
看房发现一屋顶的消防管道感
觉“十分震惊”和“不能接受”，
“从看房、买房、付钱到交房，近
2 年时间内，开发商没有提起过
12 栋的住宅有消防管道入户。
可想而知，这些消防管道是开发
商之前未设计的，到房子验收通
不过才临时加装的，这是我们业
主最不能接受的地方。”这位业
主表示。
晚报记者就此问题咨询了
房产中介魏先生。他表示，超高
层建筑设置消防入户是没错的，
也有相应的规定可以佐证。
“一
般情况下，写字楼、公用性质、商
业建筑等才会要求消防入户，喷
淋裸露在外，在此之前，昆明也
出现过消防管道入户，业主难以
接受的情况。
”
但魏先生也说，为了不影响
使用空间，很多要求消防入户的
建筑都会选择增加层高。以写
字楼为例，不少写字楼的层净高
就超过 3 米，也有达到 3.5 米的，
“这就是利用增加层高的方式，
让消防管道有足够的空间安装，
且不影响美观、使用。
”

不过，不管是层高的增加还
是消防管道的安装设计，
“ 无一
例外会增加开发商的成本。”魏
先生说，有的业主接房、验房时
可能会发现层高减少了一些，但
是由于减少的不太多，或者开发
商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减少缘由，
让业主信服并且不再追究。但
其实
“层高增加所对应的是建设
成本的增加，层高即使只增加 5
厘米，
成本都会增加不少。”
超高层建筑消防管道入户
本身没有可争议的地方，关键还
是在于如何设计安装，魏先生
说，
“ 如何安装消防管道并没有
具体规定，这样一来，开发商可
以发挥的空间就比较大。”
根据交付标准，超高层精装
房一般不会出现消防管道裸露
的情况，
仅是喷淋在外；
毛坯房由
于是毛坯交付，什么情况在业主
面前一目了然。
“像新希望·观澜
汇小区这样的，其实可以做到管
道沿着墙边、
紧贴房顶，
尽量增加
业主的使用空间。但看现在的
成品，
不仅占用了使用空间，
还穿
承重墙而过，
明显没有安装计划，
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
”
值得一提的是，魏先生告诉
记者，超高层建筑安装消防管道
及喷淋均是为了安全起见，
“楼
层太高，如发生意外可能会出现
救助不及时的情况，因此业主千
万不要自行改动、拆除。”

■律师说法

未约定房屋安装设施
层高起争议谁担责？
为此，记者采访了云南云都
律师事务所主任著名律师尚显达。
尚显达说，在房地产市场交
易过程中，有很多商家为了降低
成本，经常在法律的边缘打擦边
球，企图达到降低建造价的目
的。而有些商家，是因为设计人
员或工程人员不懂规章和行规，
凭想象进行设计和施工，最终导
致发生了很多争议。而在广大
买房者中，人们一般的常规思维
都非常重视合同约定的房屋平
面面积和开发商的违约行为，却
忽视了房屋空间的高度，这给一
些不诚信的开发商在房屋空间
高度上做文章留了空子。
尚显达说，在房屋买卖过程
中，如果买受人买房时其选择的
楼层为高层且系期房，而开发商
明知未来销售给买房人的楼层
是高层的话，那开发商肯定是明
知未来的房屋中应当是会安装
相关设备设施的。这种情况下，
开发商在销售过程中应当将未
来房屋中要安装的设备、设施以
及楼层的高度等可能影响大家
视觉和给居住带来影响的相关
事宜约定在《商品房购销合同》
中，也可以将这些内容列为合同
附件进行告知，履行其告知义
务，让买受人在公平、公开的条

件下进行选择。
尚显达说，至于各方就本案
争议的房屋内是否应当安装消
防管道和是否达到楼层净高的
问题，这一点广大消费者是处于
盲区的。因为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为了保障高层住宅的安
全，100 米以上的高层楼房应当
安装相关消防设备，这是无可厚
非的。当然，这就意味着开发商
在对房屋进行设计和施工时，凡
属遇上 100 米以上的高层楼房
的，将面临在每一楼层上提高相
应的尺寸，以达到住建部规定的
住宅层不低于 2.8 米的高度，最
终净高度不得低于 2.4 米的强
制性规定。所谓的净高度应当
合理的考虑买受人在装修中，可
能占用的合理高度以及原房屋
中不可拆除的设备、设施所占据
的空间距离，这就是符合适用的
合理高度。
尚 显 达 建 议 ，就 此 问 题 而
言，确因开发商不存在恶意的，
在不损害广大买受人使用空间
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整改方式来
达到规章规定标准的，双方应和
谐处理。确因双方不能处理的，
可申请住建部门进行核查或经
司法途径依法处理。
本报记者 孙江荭

